
就算如交通执法大队所说，是的哥

刘师傅主动要求议价。那么作为执法人

员的乘客骆某，为何不主动拒绝并纠正

这一违法行为？

对此，蔡其栋说，作为执法人员，下

班后都是乘客，是可以坐车的。从另一

个方面来说， 执法人员也可以暗访、换

位体验、调查。蔡拿出一份文件向成都

商报记者表示，（上面） 要求交通局的

人要换位体验，乘坐公交车、出租车。在

这份文件上，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了以下

文字： 深化交通行业换位体验活动，以

科室为单位并派出代表每月乘坐公交、

出租，主动发现行业问题后督促城市公

共交通提档升级， 切实解决交通行业

“老大难”问题。

蔡其栋说，作为执法人员，不会“纵

容”这种错误，更不可能支持这种违法

行为。而据其了解，即便骆姓执法人员

没有当面指出这种错误，他随后也会以

普通乘客身份或换位体验的执法者身

份，向相关部门举报这种违法行为。

新闻链接

上海“钓鱼执法”案件

2009年9月8日， 上海白领张军遭遇当

地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在被迫缴了1万

元罚款并声明放弃申诉的权利后， 才取回

了自己的车。随后，张军起诉上海市闵行区

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 要求其撤销行政

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

2009年10月14日晚，也是在上海，司机

孙中界称自己驾驶面包车行驶在路上，一

男子衣着单薄恳求搭车， 男子上车几分钟

后，自己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

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回公司后遭遇指责，

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好事反被冤枉， 遂用菜

刀切断左手小指以示清白。

当年10月26日， 上海市政府召开的常

务会议透露，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

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

张军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 区政府将依法

撤销原处罚决定。

据了解，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

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

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

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

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

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

中国青年报

)

蔡其栋称，前段时间，对正规出租车的

投诉，主要包括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组合

坐车等，为此他们近期安排了检查查处。

就刘师傅口中说到的“钓鱼执法”，蔡

其栋认为，这根本说不上。“两年前我到执

法大队当大队长，直至现在，没有一台车是

通过‘钓鱼执法’来检查的。野的都没有用

这种办法，正规出租（车）要用？”蔡其栋

说，之前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很轰动，

但其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 而他们根本不

存在这种利益冲突，无论罚多少车，对执法

单位、个人的收入都没有影响。

蔡其栋还表示，上海的“钓鱼执法”事

件对所谓的“饵”有经济返还，但其执法人

员的工资都是核算好的，不可能有奖励，这

在财务上都是能查到账的。

“这名乘客确实是交通执法大队执法人

员，姓骆（音）。”蔡其栋说，拦下刘师傅所驾驶

出租车的执法人员姓李，他们两人确实认识。事

发时，骆先生是要到古城镇亲戚家吃饭，当时处

于休息状态，并没有履行执法工作。

而交通执法大队另一工作人员也表示，拦

下刘师傅后，发现乘客是执法队员，不可能立即

向刘师傅表明身份， 因为害怕刘师傅不配合做

笔录。

蔡其栋还拿出一份“道路交通安全检查工

作安排表”和一份“超限超载货车专项整治工

作执勤表”，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些值班表

是提前排好的。在第一份表上，骆从4月14日至4

月20日都处于轮休状态。而第二份表上，他需要

值班。交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说，这些值班表是

提前排好的， 当天骆姓执法人员下午要来值专

项整治的班，并没有上行政的班。

郫县交通执法大队：

根本谈不上钓鱼执法

上海的“钓鱼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但我们根本不存在

这种利益冲突，无论罚多少车，对执法单位、个人的收入都没

有影响。执法人员的工资都是核算好的，不可能有奖励。

焦点

争议

的哥刘师傅：

执法人员引诱我违法

载客途中被拦下检查时， 乘客和执法人员的神态表情

及对话，看上去并不认识，但他们竟都是执法人员。这是执

法人员在引诱我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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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

布了 “成都公众主观幸福感专题调

查”结果，2013年度成都公众主观幸福

感总体评价为80.57， 比2012年度上升

了3.9个百分点，接近“比较幸福”，其

中二圈层的主观幸福感评价高于一圈

层和三圈层。

出行便利评价提高幅度最大

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就是人们对其

生活质量进行整体评价。国家统计局成

都调查队为此连续3年独立开展了 “公

众主观幸福感专题调查”。 主观幸福感

指标体系由生存环境、工作环境、社会

环境、家庭生活、生活信心、幸福感知和

其他等七个大类构成。在这些大类下又

分了多个具体分项，如，生存环境方面，

就包括空气质量满意度、饮用水质量满

意度、社会治安状况满意度、环境卫生

满意度、食品卫生状况满意度等。

调查结果显示， 与2012年度相比，

2013年度成都公众主观幸福感总体评

价和各圈层幸福感总体评价均有所上

升。其中二、三圈层增长幅度较大，一圈

层增幅相对较小。三个圈层的公众均在

“工作环境”上评分较低，其主要是由

于“对自己的工资收入不满意”所致。

三个圈层在交通出行便利方面评

价提高幅度最大。其中，一圈层“生活环

境”和“幸福感知”相对于2012年有所

下降，二、三圈层各个方面均较2012年

有所提高。

教师、个体经营户幸福感高

一圈层主观幸福感评价前三位的

是：高新区、成华区、青羊区。与2012年

度相比，高新区、成华区继续保持前两

名位次，青羊区后来居上，从2012年的

第五位跃上第三位。

二圈层主观幸福感评价前三位的

是：双流县、郫县、温江区。与2012年度

相比，双流县、温江区继续保持前列，郫

县从2012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

三圈层主观幸福感评价前四位的

是：崇州市、彭州市、蒲江县、金堂县。与

2012年度相比，崇州市、彭州市、金堂县

继续保持较好位次， 蒲江县迎头赶上，

进入前四位。

调查结果显示，从文化程度看，硕

士和博士的幸福感最高；从职业看，机

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教师、个体经营

户的幸福感最高；从婚姻状况看，已婚

人群幸福感最高；从月收入状况看，随

着收入的增加， 幸福感也基本呈上升

的趋势。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四川公招将首用

雷同试卷甄别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从全省人事考试工作会上了解到，

2014年上半年全省公开录用公务员笔试将

于本月27日进行，今年公招，将首次采用考

后甄别认定雷同试卷这一方式， 发现认定

为“串通、集团作弊”的雷同试卷，报考者

将终身禁考公务员。

据省人事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考

后甄别认定雷同试卷这一方式，早在2009年

左右就已经在川内职称、 专业资格考试实

行，与该种方式类似，报考者的试卷答案等

信息将交由北京专业指定机构，将所有报考

者的答案进行对比、 甄选。“主要按照对比

同对率、 同错率这种方式来对比答案结果，

最终权威认定雷同试卷。”该负责人说。

属雷同试卷“跨考场两两作弊”的，按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试行）》（简称《办法》）第八条第一款

“串通作弊”认定。属雷同试卷“集团作

弊”的，按《办法》第八条第一款“有组织

作弊”认定。两种情况都将遭受到严惩，报

考者将被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并终身不得报

考公务员。

同时， 成都市人事考试中心今年将完

成面试评分管理系统的开发，并投入运行。

成都市人事考试中心一位负责

人表示，目前该系统还在研发阶段，将

改变以往人工打分、计分的面试方式，采用

电脑录入，使得面试统计更有效率，也减少

错误的发生。

根据省人事考试中心数据统计， 本次

考试应考人数共有164570人， 共设招考职

位3632个，拟录用名额6813人，报考人数与

录用名额之比为25:1。 报考人数最多的职

位是成都市锦江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

品药品稽查执法3职位，共1641人，录用名

额为10人。 竞争最大的职位是绵阳市发改

委价格和粮食监督检查局价格和粮食执法

岗位（二）职位，报考441人，录用名额1人。

40元， 拉一名乘客从郫县客运中心站到古城

镇。途中被执法人员拦下，检查时乘客看上去和执

法人员不认识。可到了下午，男乘客就穿上了执法

人员的衣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日，在郫县

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下称“交通执法大队”）内，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他的经

历，他认为这是“钓鱼执法”。对此，郫县交通执法

大队承认乘客是该队执法人员，但当时在轮休。

议价40元

刚走出五六公里就被拦下

刘师傅说，4月16日中午12点过， 他在郫县客

运中心站下客后，一名男子走到车前拉车门，说要

到古城镇。刘师傅称中午要吃饭了，但这名男子拉

门上了车，并说野的给30元，他给40元。刘师傅想

了下，没说啥，按下表就往古城镇开。谁知刚走了

五六公里，就遇到了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拿着摄像机走到我面前，要求出示相

关证件。”刘师傅称，随后他们询问车内的男乘客，其

如实向执法人员讲述了情况。 执法人员认为刘师傅

没有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扣押了《从业资格证》等

相关证件。之后，他到交通执法大队做了笔录。

但就在当天下午3点过，他在执法大队处理此

事时， 发现了蹊跷。“我见到上午车内的男乘客，

竟然身着执法人员的衣服。”刘师傅说，上午检查

时，这名男乘客和执法人员的神态表情及对话，看

上去并不认识，但他们竟都是执法人员。

为此，刘师傅很气愤，他认为，这是执法人员

在引诱其违法，是“钓鱼执法”。

视频显示

乘客和执法人员没打招呼

昨日下午2时50分许， 成都商报记者以刘师傅

亲属的身份，同他一起来到郫县交通执法大队了解

情况。成都商报记者同他一起进入了一名副大队长

的办公室。说到此事时，该副大队长要求其他人员

离开，只让刘师傅一人留下。约半小时后，刘师傅走

出办公室，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名副大队长与

他谈了很多，大概意思是这不能算“钓鱼执法”。

随后， 成都商报记者找到郫县交通执法大队

大队长蔡其栋，表明了采访此事的意图。其间，执

法大队提供了一段刘师傅被拦下后的执法视频。

视频显示，刘师傅驾驶的出租车被拦下后，一

名执法人员走到车旁，要求其出示相关证件，询问

刘师傅车上乘客到哪及收费情况， 同时询问乘客

是讲价还是打表。 视频里， 男乘客表示是去古城

镇，并说了“我们自己讲好的价钱”之类的话，该

执法人员则表示：“不关你事，我们是检查车子。”

执法过程中，该执法人员与男乘客并没有打招呼。

那么， 到底是谁先议价？ 刘师傅坚

持，是骆姓执法人员先提及的40元。

在刘师傅的问询笔录上， 刘师傅对

此事的回答大致如下：2014年4月16日12

时， 我驾驶川A菖菖菖1T出租车在郫县

客运中心站载客到古城镇，讲价40元，在

秦家庙被执法人员检查。

但蔡其栋给出了与刘师傅不同的说

法。蔡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根据初步调

查，骆上车时要求刘师傅打表，但刘师傅

表示要回去吃饭，打表就不走，刘师傅提

出了40元的议价。蔡其栋表示，询问笔

录上， 刘师傅明确表示了议价40元，如

果他能够拿出证据证明是骆先议价，他

们肯定会对此事进行严处。

刘师傅称，做笔录时并不知道男乘

客是执法人员，出租车上的GPS只能显

示出一张照片， 事发时周围也并无他

人，这个证据确实不好找。

而对于此事的另一直接当事人骆

某，执法大队拒绝了成都商报记者对其

的采访要求。

成都公众主观幸福感

生活在二圈层最“幸福”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

调查覆盖全域成都， 采用

PPS

抽样方式选取样本，以

问卷调查形式采集数据，“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16～59

岁居住在调查地满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调查显示，

受访者中

30

岁以上的人占

85.8%

，女性居家样本占六

成，文化程度以大专

/

大学为主，调查对象多为已婚

人口，

45.5%

的被访者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

2013年度成都公众主观幸福感·调查样本

乘客确实是执法人员

郫县交通执法大队称， 乘客与执

法人员确实认识， 事发时处于休息状

态，不打招呼是怕的哥不配合做笔录

疑问

说法

执法单位：

不涉及经济利益

谈不上“钓鱼执法”

谁先议价

两个版本

版本A

� � � �刘师傅说，当时，一名

男子走到车前拉车门说要

到郫县古城镇， 刘师傅称

中午要吃饭了， 但这名男

子拉门上了车， 并说野的

给30元，他给40元

版本B

� � � �郫县交通执法大队大

队长蔡其栋则表示， 根据

初步调查， 骆姓执法人员

上车时要求刘师傅打表，

但刘师傅表示要回去吃

饭，打表就不走，刘师傅提

出了40元的议价

调查

究竟是谁主动议价？

双方各执一词 的哥称证据难找

2

如果是的哥先议价

为何不主动纠正？

交通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可换位体验”

1

4

月

23

日，的哥刘师傅来到郫县交通执法大队投诉


